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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服务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大于3×3.8cm，包月每块1500元
2×3.8cm，包月每块800元

包月22期 包年每月30期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都严格进

行审查，但不敢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

性，所有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

手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本报刊

登内容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66、32、B20路车到刘庄下车即到。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
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
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
门送货，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
可挣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
丰厚管理费1-3万元。可预付加工
费，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招 商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
料，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每人
日利润 120-150元左右，每个加工费
2.5元。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费750
元，完成5000个后退回。每月完成数
量后，我方另付6000元的管理费。

免费供料联营合作

电话：0371-25960069/15537861135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2号楼122室
乘车路线：开封火车站乘4路到汴京公园下车即到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211高校研究生含MPA
招生咨询18703635324

招 生

创办家庭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8元，每人日获利130元，签合同，
交合作费9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此款
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付管
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黄河路地久科技大厦室409室
玩具厂（洛阳站坐2路到黄河路下车）

招商电话 13838889652 （马工）

急招集装箱船员80名，跟单员，55岁以下，体健，
年薪15-25万，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
险，包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 025-52333233

南京灵帆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自学考试毕业生沈炳家，身份证

（413026196210210330）,专科

毕业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

业证丢失，编号252590，声明作废。

●自学考试毕业生柴经纬，身份证

（413026196910270318,）专科

毕业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

业证丢失，编号260489，本科毕业

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证丢

失，编号56001442，声明作废。

●王韦，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

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41009032）遗失，现声明作废。

●仝海龙遗失华北理工大学毕业

证，证书编号：10081120150500

1116;遗失学士学位证书,编号:

1008142015001116，特此声明。

法制报律师服务QQ群：160810599

分期付款买到翻新机，已经
付的钱能要回来吗？

网友“wqqw1443000885”：我分期付
款买了一部手机，到手后发现是翻新机。
我能要求退货吗？已经付的钱能要回来
吗？

答：如果你购买手机时卖家告诉你手
机是全新的，且是以全新手机的价格卖给
你，则卖家实际卖给你翻新机的行为构成
违约，分期付款也可以要求退货，已支付
的价款应当退回。如果卖家不同意退款，
而你有充分证据证明手机是翻新的，可以
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要求其退款。

（记者 尚迪）

占道经营东西被没收，什么
时候能要回来？

网友“1fqx1443000871”：因为我占
道摆摊，市容监察大队把我的东西全部收
走了。请问，我的东西还能要回来吗？什
么时候能要回来？

答：你的东西是因为你占道摆摊被行
政机关扣押了。《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
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
二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
措施后，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本法第二
十五条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
押的决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
封、扣押决定：……（三）行政机关对违法
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不再需要查封、
扣押……”因此，行政机关会在六十日内
对你的行为作出处理决定，当你接受了相
应的处罚后，就会把扣押的东西还给你。

（记者 尚迪）

公司帮我交的三金应该算
在工资里吗？

网友“ykbe1443000603”：我现在每
个月的工资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领
导说还要把公司帮我交的三金也算上。
公司帮交的三金也算工资吗？

答：《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
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
（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
（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
（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因此，公司
帮你们交的三金不应当计入工资数额。

（记者 尚迪）

●河南双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注
册号：410108000053503），本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南乐县惠科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 淮阳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规定，淮阳朱集励志小学

符合登记要求，准予成立登记，特此公

告。法人:刘现勤，地址:淮阳县朱

集乡郑小楼村，登记证：1501013。

●张连连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4198805131125，声明作废。

●殷超伟不慎遗失江淮尊陵车辆

购置手续一套，该车架号为

LJ11RBB04F1023169,发动机

号为；89275238，声明作废。

●淅川县荣江农业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411326317327079，声明作废。

●郑州中原区星之苑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

410102559638216，声明作废。

●西华县大庄乡霍坡村民委员会印章遗

失，编号：4116220005899，声明作废。

●李永刚位于洛宁县新城西花坛

路北综合楼的房产证遗失，证号：

宁房字第002953号，声明作废。

●洛阳琴铭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

证号：59627340-4，声明作废。

●武陟县绿华苗木花卉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3NA000144X，声明作废。

●河南美城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

05000222772，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10105582868239，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002

3824304，帐号：17021206092

00122372丢失，声明作废。

张 庆 宇 说 ，故 意 利 用 褪 色 笔 签
订合同牟利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
根 据 涉 案 数 额和具体情节，可能面
临刑事惩罚。而生产、售卖褪色笔的
商家，则要根据其目的 来 判 断 行 为
的性质。

在现实中，很多褪色笔、消字笔

等是作为普通文具销售的，法律并
未禁止此类行为。只要生产、销售
的商家取得了相应的资格，其行为
就是合法的。至于他人购买后用于
什么途径，商家无法预见也无法控
制，不应当为此担责。

而对于另一些以为不法分子提

供工具为目的，专门生产此类褪色
笔，并以此宣传牟利的，其行为已经
违法。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生
产、销售不合格商品的，应当由工商
行政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生产、销售
金额达到法定数额的，将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受到刑事处罚。

□ 记者 尚迪
律师观察褪色笔导致合同失效

律师教你破骗局
近日，一篇名为《打欠条、签合

同，用自己的笔，否则骗哭你！》的
文章在微信上广泛传播。文中称，
经多地警方工作发现，一款名为

“自动褪色魔术笔”的特制签名笔
在网上热卖。该笔外形和书写字
迹，与普通签字笔无异，只是笔迹
会在 30 分钟至 2 日内自动消失，不
留下任何痕迹。从网络上搜索发
现，现已有不法分子利用“自动褪
色魔术笔”书写借条等，进行犯罪
活动。

报道称，“自动褪色魔术笔”外
形与普通签字笔无异，只是采用了
特殊墨水。该墨水书写出来的字
迹 也 与 普 通 签 字 笔 没 有 任 何 差
别。淘宝网上浏览发现，此笔以服
装专用褪色笔、记号笔、自动消失
笔、退色笔、气消笔、水溶笔等名
称进行销售，售价一般在 5 毛钱到
50 元不等，销量甚好。

据专业人士分析，这种褪色笔
极易引发以下几类经济纠纷案件：

一是在个人民间借贷中，利用
事主不会时刻查看借据的心理，使
用褪色笔打借条或签字，在得到钱
财后以没有签字借钱为由，达到非
法占有的目的；

二是用褪色笔书写合同、协议，
骗取企业、个人钱财后逃逸，造成事
主维权取证困难；

三是从银行开立小额银行票据
后用褪色笔填写，购买货物实施诈
骗。

文章最后作出提醒，希望大家
在借据书写、签订合同、票据结算
等过程中，对于合同，尽可能使用
电子打印文稿，需要签字和填写票
据时，自带签字笔，必要时加盖印
章或按手印。

事实上，这种利用褪色笔实施
的骗局早在几年前就被媒体报道
过。无论是电子打印合同，还是自
带签字笔，都只能防患于未然。如
果已经遭遇这样的骗局，难道就只
能自认倒霉了吗？

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庆
宇说，当事人故意使用褪色笔签订合
同或书写其他文件，以达到非法目的
的，即使在字迹消失后，也依然要承
担合同或其他文件中确定的民事义
务。不过，由于字迹消失，合同的相
对方在举证上面临困难，可能要承担
一定风险。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只要当事
人双方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平
等、自愿地订立合同，且合同内容不
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没有危害他人
权利，该合同就是有效的。除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之间有特别

约定外，合同并非一定要采取书面的
形式订立。利用褪色笔签订的合同，
虽然字迹消失了，但合同的内容仍然
对当事人有约束力。

在举证方面，用褪色笔写过的纸
张，虽然字迹会消失不见，但纸上依
然会留有当时的痕迹。当事人一旦
发现合同字迹消失，应当保管好凭证
并及时报案，对书写时留下的压痕进
行笔迹鉴定，作为证据。此外，还可
以结合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
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
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
因素综合证明合同关系的存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
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
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人民法
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
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
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
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
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
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
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因
此，在发生借贷纠纷时，即使合同上
的字迹消失，法院也会结合其他证据
来综合判断，不法分子的骗局没那么
容易得逞。

字迹消失后合同依然有效

褪色笔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都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


